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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骏

新闻事实：11月 9日，国家统计局集中发布了今年 10月
份主要经济数据，10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1.7%，创下 2010年 2月以来的新低。对此，多数专家认为，CPI
数据的连续回落表明我国通胀压力已经减轻，整个宏观经济状

况在趋向进一步好转。

热评：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10月以来，由于天气良好，
各地蔬菜供应充分，蔬菜价格持续回落，猪肉价格也下降，外

加节日因素逐渐淡化，翘尾因素影响逐步减弱，导致本月 CPI
数据继续保持低位。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今年的物价形势一定是总体平

稳的。10月份的经济数据已经公布，无论价格走势还是工业
生产、投资消费，都进一步说明，经过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一系

列政策，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非常明显。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

连续两个月的经济增速数据，说明现在的中国经济已经筑底

企稳，这一点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同。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自夏天以来，特别是 9月、10
月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企稳，不少指标继续向好的方向发

展。当然，金融部门还需要继续努力，并和大家不断沟通，争取

更好的成绩。

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联想集团掌门人柳传志坦率承

认，包括他在内的整个企业家阶层，“是很软弱的阶层”。其表

现一是不敢抗争，“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

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二是缺乏公共关
怀，“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没有‘以

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柳传志是位传奇式人物，在企业家被普遍视作强势群体的

当下，却能坦率承认整个阶层的“软弱”，足见这种软弱之无奈。

如果中国企业家阶层真的如柳传志所说“很软弱”，那么这种

软弱也不是群体现象，而应该是结构现象。改革开放 30余年，从几
乎白地上生长出来的民营企业，有一个很贴切的形容词，“野蛮生

长”。谁都无法想象主导野蛮生长的企业家，其人格会“很软弱”。在

常识面前站得住脚的解释是，由不软弱的个人所组成的阶层，完全

可能因为特定的结构性因素，而成为总体上很软弱的阶层。

企业家阶层的软弱是因为市场本身的软弱，而市场的软

弱是因为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经济相对于政治的软弱。市

场作为一种制度，而不仅仅是作为交易场所的确立，是以经济

对政治的掌控为前提的。从古代到中世纪，政治或曰权力凌驾

于经济或曰资本之上，在全球范围都是普遍现象。

企业家阶层之“软弱”，首先不像某些专家所说，是因为身

处改革之中，旧体系开始消解，新体系尚未建成，难免出现行

为越轨，“第一桶金”里有“原罪”;或者因为政府税率太高，征
缴率不高，企业在税务方面总有破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或者因为官员腐败，肆意寻租，企业家曲意逢迎，与权力结盟，

难逃行贿之罪，而是因为经济领域本身不具有独立性，活动在

其中的企业家自然难以获得充分保障，而缺乏安全感的富裕

阶层远比没有财富的贫困阶层来得“软弱”。

“有恒产者”不但有“恒心”，还有“恒畏”，只要企业家舍弃

不了身外之物，即使转移了不少资金，内心仍然摆脱不了忐

忑，如此，要不软弱怎么可能?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报》，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

宏观

媒评

CPI年底或重回“2时代”

中国企业家阶层因何“软弱”？

王树彤

看了《南方周末》的重头报道《三千本硕毕业生争当清洁工

“扫大街也是公家的人”》，令我想起去年谈论过的“安全感”话题。

这些竞争清洁工岗位的高学历毕业生，看重的并不是清

洁工作本身的高尚，而是“事业编制”。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无

论是年轻人还是他们的家长，都把体制等同于安全感，纷纷向

体制内寻找安全感。年轻人正主动或被动地迷恋上了体制内

的生活，争做“公家的人”，我不得不说，这是时代的倒退。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的家庭，父

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进体制，考公务员，进国企、事业单位。

“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看上去很美的现实或者

预期，正在指引一代中国年轻人向体制内回流。

其实比体制更具毒性的，是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我们对于

什么是真正的“安全感”的认识。考公务员，进国企、事业单位，

或许更多的是给大家对安定生活的想象，走上一条貌似稳定的人

生道路。然而，像当年的“4050”从没想过会下岗一样，所谓的“稳
定”仍不可预测，前途凶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近日表示，明年我国将努

力推进公务员分类管理和聘任制公务员制度建设，公务员制度改

革已箭在弦上。目前，臃肿的公务员队伍 10年后就会出现大量的
下岗潮。特别是，逐渐进入老龄化的社会需要精简机构，越来越多

的事业单位也正在向企业改制。缺乏商业社会的生存技能，加之

长期形成的国有单位固有的处事风格和性格特点，会让如今在体

制内的大多数年轻人很难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从头再来”。

从来不会有绝对的安全感，如果你觉得安全了，很有可能

开始暗藏危机。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你对自己的信心。我们要

看的是 5年、10年，甚至 20年的时间跨度，只要尚未走完一
生，人都不能过早给自己结账，计算这辈子是赚了，还是赔了。

而若干年后价值回归时，今天这些期待旱涝保收、向体制

要一生安全的年轻人，明天多半会成为最悲催的一族。

（文章来源：《中国企业家》，作者系敦煌网首席执行官）

体制内年轻人会成为悲催一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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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海航董事长称将放缓飞机采购速度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真功夫内乱致管理层大量流失

昔日股王海普瑞跌至 19.37元

闽灿坤 B缩股方案获批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部分亏损日企否认在华经营困顿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A股 43家家电公司净利远低于三星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蒙牛前总裁杨文俊进军奶业上游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广药反击加多宝打响“广告战”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梁稳根称将对不公正“抗争到底”

事件：《广州日报》11月 9日消息，从新近披露的几家日本企业财报数据
来说，“巨亏”成了他们的代名词。然而，“我们没有外界说的那么惨！”某日系企

业相关负责人对记者称；索尼相关负责人亦对记者表示，虽然业绩数字上有亏

损，但索尼的经营其实在改善；松下对业绩亏损也解释为“由于商誉减值、无形

资产减值以及递延税金资产的消耗，导致亏损”，并未将原因归结为经营。

点评：中日领土争端源自日方歪曲历史，由此引发的贸易争端则是把双

刃剑。实际上，对于一国的企业来说，靠民众一时的抵制换来的市场是暂时

的，只有抓住机遇，瞄准竞争者最为擅长的领域迎头赶上，让品质的高低作

为消费者评判产品优劣的最主要砝码，才是一个企业自强的体现。

事件：新华网 11月 11日消息，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稳根在
十八大新闻中心举办的第二场集体采访中说，三一作为中国企业，丝毫没有

影响美国的安全。梁稳根说，大家知道，三一现在在起诉美国的 CFIUS和奥巴
马总统，因为我们的投资在美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至于我们的态度，是四

个字：抗争到底。

点评：三一重工在美国的遭遇和采取应对措施，为中国企业海外走出去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面对巨大的挑战，中国企业首先应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时，随

着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不断提高，我们在国外也会遭受越来越多的不公正待遇。中

国企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寻求公平公正之道，以保护自身合法利益。

事件：《北京晚报》11月 10日消息，精油品牌阿芙对外发布一份从京东
商城撤店声明，称“鉴于京东商城锁死我们后台，硬逼着商家上恶劣促销”，决

定从京东商城撤店。京东商城则称，禁止阿芙在答应参与促销的情况下再修

改商品售价，是为了维护用户正常购物权益。另外，京东商城暗示，该品牌从

京东商城撤出，是淘宝施压的结果。

点评：去年的“双 11”购物节令电商们赚得盆满钵满，今年的竞争就显得更
加激烈。电商们为“光棍节”网络大促销而争斗显得不可避免，因此，能提供优质

产品和诱人价位的商家如何“站队”就成为必须的选择。同时也提醒消费者，要

注意防范一些网店利用“光棍节”进行虚假宣传、虚假打折、以次充好等行为。

事件：《新京报》11月 9日消息，广药和加多宝的“凉茶大战”重心开始向
“广告战”演进。广药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王老吉最近的广告合作动作包括

冠名央视三套《开门大吉》栏目以及冠名湖南卫视明星跨年演唱会、元宵喜乐

会、春节联欢晚会栏目。但该负责人未证实外界传言的对上述两家电视台广

告投入达 5亿元的消息，仅表示具体信息尚不便公开。
点评：针对此前加多宝在广告投放上的“狂轰滥炸”，王老吉开始选择通过强

势媒体的传播，以追赶加多宝品牌声势大涨的步伐。两家企业在广告的争夺不仅

仅体现在投入力度上，在内容上争夺更加激烈。加多宝以“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

凉茶改名加多宝”为口号，而广药则以“正宗凉茶王老吉从未更名”博取眼球。

事件：网易财经 11月 11日消息，从 2010年 5月 6日以 148元的天价发
行后，历经 655个交易日，海普瑞目前股价仅剩 19.37元。曾因一举拿下海普
瑞项目在证券界名噪一时的中投证券投行近日也遭遇人事地震，除了公司新

官上任对投行业务进行改革的因素之外，海普瑞无疑是导致其深圳投行部悲

情重整的最直接因素。

点评：昔日海普瑞能创下“最贵新股”等神话，中投证券可谓功不可没。某种

意义上来说，中投证券和海普瑞是荣辱与共、唇亡齿寒。然而，海普瑞的神话没能

延续，在股价一路下跌中，中投的光环也退去了。从受宠到失宠，曾经各大机构趋

之若鹜的海普瑞，如今却早已门庭冷落，甚至成为保荐人讳莫如深的话题。

事件：《京华时报》11月 10日消息，今年 4月辞任蒙牛总裁职务的杨文
俊斥资亿元承接了蒙牛的奶牛繁殖业务。11月 8日，蒙牛乳业拥有 93.29%权
益的附属公司内蒙蒙牛与杨文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内蒙蒙牛同意以现金

1.176亿元人民币出售赛科星繁育生物技术公司 17.8%股权，交易完成后，内
蒙蒙牛仍持有赛科星 4.14%权益。

点评：杨文俊是又一位进军乳制品产业上游的蒙牛创业元老。杨文俊接

受采访时曾说过，他这一辈子肯定就是做牛奶，卖蒙牛牛奶。如今虽然身已离

开蒙牛，但是从杨文俊新的职业岗位来看，他确实继续走在乳业的路上。而对

于蒙牛来说，在售股交易后，公司的管理层可更专注处理主要业务。

事件：网易财经 11月 10日消息，据外电报道，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在参
加中共十八大间隙接受采访时表示，海航集团已考虑放慢飞机编队扩张的步

伐，或会考虑取消之前的 10架空客公司 A380订单，因全球经济正在减速。
A380飞机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飞机，去年海航集团旗下香港航空宣布向空客
公司采购 10架 A380飞机，价格合计达 38亿美元。

点评：在国际战略方面，海航似乎并没有放缓对外扩张的步伐。今年 10
月份，海航集团完成了对法国第二大航空公司蓝鹰航空 48%股权的收购，成为
其第二大股东。而与降低飞机编队扩张的速度相比，乘客更关心的是提高准点

率。当然，要从根本改善航班延误现状，还需要国家空管体制改革迈出一步。

事件：《现代快报》11月 10日消息，闽灿坤 B 的缩股减资申请已经正式
获得了批复。闽灿坤 B“6：1”的缩股方案于 8月 25日披露；9月 13日，公司
股东大会通过了缩股方案；由于事件推进顺利，闽灿坤 B 发布公告称，其缩
股方案已正式获得厦门市投促局同意，并于 11月 8日取得批复。

点评：厦门投促局的批复，标志着闽灿坤 B 的“缩股”求生方案通过了最
关键的一步。然而，与其努力挣扎自救相比，闽灿坤 B从停牌之日起，其缩股
方案就饱受着市场的质疑。比如当时就有很多小散户股民提出，缩股只能够

改善财务指标而不是整个经营状况，此举是在利用缩股方案而剥夺散户的

权益。这似乎也预示着，闽灿坤 B未来的日子未必会轻松许多。

事件：《 21世纪经济报道》11月 10日消息，一位真功夫老员工向记者证
实，在获得公司期权的 30个高管中，目前仅剩下七八个还留在公司。去年 3
月，广州市公安机关对真功夫原董事长蔡达标等人涉嫌经济犯罪一案展开现

场侦查。后于 4月 22日证实蔡达标等人涉嫌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犯罪行
为，对其执行逮捕。蔡达标被捕后，高管流失严重。

点评：这家本土快餐连锁曾经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式快餐品牌，被认为是

唯一可以与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巨头抗衡的中餐品牌。如今，在经过一年多

的煎熬后，仍然未能平静。事实上，在蔡达标出事后不久就有消息传出说，受创始

人家族内斗影响，真功夫从高层、中层和底层都在流动，如今来看，传言不虚。

事件：《新京报》11月 9日消息，Wind数据显示，A股 43家家电上市公司今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合计为 157.18亿元。而韩国三星电子日前公布的业绩报告显
示，公司前三季度累计净利润 16.8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958亿元。这意味着
A股 43家家电上市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净利约占三星电子同期净利的 16.4%。

点评：从去年底开始，“寒冬”开始笼罩着我国之前高速扩张的家电制造

业。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等情况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导致大多数家电企业利润

下滑，甚至亏损严重。而多年以来，三星一直以其核心技术和创新性产品为支

点牢牢把握着市场份额和利润。未来企业间竞争不仅讲究短时间的爆发力，

更看重依托技术的持久力，中国加电企业仍需努力修炼“内功”。

商家曝京东商城“光棍节”强迫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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